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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民用建筑
节能现场检验标准»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５〕７２号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１３６号)的

要求,由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主编的 «民用建筑节

能现场检验标准»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北京市质量

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发布,编号为

DB１１/T５５５－２０１５,代替DB１１/T５５５－２００８ «民用建筑节能现

场检验标准»,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起实施.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解

释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５年３月３日

３



关于同意北京市地方标准 «民用建筑节能
工程现场检验标准» 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４〕１２９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现

场检验标准＞申请备案的函»(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１５〕０２号)收

悉.经研究,同意该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

准＂ 备案,其备案号为:J１２９９３－２０１５.该项标准的备案号,将

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和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

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５年４月７日

４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３年北

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质监标发 〔２０１３〕１３６
号)的要求,按照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要求,结合北

京市的实际情况,由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组织

有关单位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对北京市地方标准 «民用建筑节能现场检验标准»

DB１１/T５５５－２００８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１总则、２术语、３基本规定、４

保温系统粘接性能检测、５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测、６外窗

现场气密、水密性能检测、７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８围

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９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１０供暖系统、
空调系统和通风系统节能检测、１１地源热泵系统和太阳能热水

系统节能检测、１２照明系统节能现场检测、附录 A 建筑物单位

耗热量、附录B检测设备、附录C常用外墙饰面材料的辐射率、
附录D示踪气体本底水平及安全性资料、其中附录A、B为规范

性附录,附录C、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与原标准相比增加了:４保

温系统粘接性能检测、５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测、６外窗现

场气密、水密性能检测、１０３ 供暖系统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１０４水流量、１０５通风与空调系统风量、１０６风口风量、１０７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１１地源热泵系统和太阳能热水系统节能

检测、１２照明系统节能现场检测、附录 D示踪气体本底水平及

安全性资料;补充修订了:２术语、７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

测、８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９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１０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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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平均温度、附录B检测设备.将原标准:７建筑物单位耗热

量的内容调整到附录 A.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

组织实施,由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和

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工作.为提高标准质量,请各单位在执行本

标准过程中,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并将意见和建议反

馈至: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

南苑新华路１号,邮编:１０００７６,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７９９２２２０转

３１３,Email:cscec_keyanyuan＠１６３com).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

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四检测所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筑之杰建筑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燕化天钲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建平兴业建筑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科筑建筑工程质量监测有限公司

北京众鑫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科远智恒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厦荣工程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陆建鸿兴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六检测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段　恺　白建红　王志勇　王红媛

杨秀云　任　静　张金花　王济宁

刘　强　刘　瑾　王朝露　周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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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　超　董　跃　张　静　解纪育

李长坤　程洪亮　王社玲　王　庆

李江宏　李　坚　秦　波　王永艳

刘长春　马　威　王　栋　刘春玲

刘建军　金　琳　刘全友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张元勃　徐选材　姜　红　夏祖宏

蒋　荃　刘月莉　李　军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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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方法,制定本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新建、改建、扩建和既有建筑节

能改造的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的现场检验.

１０３　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行业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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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民用建筑civilbuildings
非生产性建筑,指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公共活动的建筑的总

称,包括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２０２　房间气密性airtightnessofroom
表征空气在自然状态下通过房间缝隙渗透的性能.

２０３　换气次数rateofventilation
建筑物在自然状态下单位时间内通过围护结构缝隙,渗入室

内的空气量与换气体积的比值,用 N表示,单位:l/h.

２０４　热箱仪thermalbox
用于现场测量构件传导热阻的装置,由计量热箱、冷箱与控

制仪表组成,在被测部位的内侧模拟室内条件,外侧为自然环境

或冷箱,采用一维传热原理检测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的仪器.

２０５　匀质构造homogeneousstructure
该构造具有沿围护结构表面垂直方向,各种材质具有明确分

层平面,各层材质为同一材质,构造均匀、充实,没有预制孔洞

的构造.

２０６　室内活动区域occupiedzone
在室内空间,由距地面或楼板面１００mm 和１８００mm,距内

墙内表面３００mm,距外墙内表面或固定的供暖空调设备６００mm
的所有平面所围成的区域.

２０７　单位风量耗功率thefanunitvolumepowerconskmption
通风空调系统单位时间内输送单位体积风量消耗的电功率.

２０８　地源热泵系统ground－sourceheatpumpsystem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

地热能交换系统、建筑物内系统组成的供热空调系统.根据地热

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系统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

２

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

２０９　太阳能热水系统solarwaterheatingsystem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用以加热水的系统装置.包括太阳能

集热器、贮水箱、水泵、连接管道、支架、控制系统和必要时配

合使用的辅助能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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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建筑节能工程进行现场节能检测时,委托方应提供设计

文件等技术资料.

３０２　节能检测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具备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
校准证书或测试证书,除另有规定外,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应符

合本标准附录B的有关规定.

３０３　竣工验收时,供暖空调系统不具备检测条件的工程,宜

在工程竣工１年内完成相应检测项目.

３０４　供热系统、空调系统和通风系统供热量 (或供冷量)检

测宜按照附录 A的规定进行检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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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保温系统粘结性能检测

４１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强度

４１１　单位工程中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

扣除窗洞后每３０００m２ 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为１个检验批,不足

３０００m２ 也为１个检验批.

４１２　应在监理 (建设)、检测机构、施工三方人员的见证下按

检验批随机抽样,每个检验批抽取５个检测位置,兼顾不同朝向

和楼层,在工程中均匀分布.

４１３　应在粘接材料达到要求的龄期后,下道工序施工前进行

检测.

４１４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根据保温板材的粘结方法,确定粘结点位的位置和分布,
选择砂浆饱满的位置作为检测点,将检测部位外表面污渍清除并

保持干燥;

２　按规定比例配置胶粘剂,搅拌均匀,均匀涂布于标准块

粘贴面上,并将标准块贴于保温板材表面,标准块与保温板的粘

结面积宜大于标准块面积的９０％以上,使用 U 型卡、胶带等将

其临时固定;

３　胶粘剂固化后,使用切割锯沿标准块边缘切割保温板材,
断缝应从试样表面垂直切割至粘结砂浆或基层表面;

４　安装拉拔仪,将拉力杆与标准块垂直连接固定,在支腿

下放置垫板,调整仪器使拉力方向与标准块垂直;

５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JGJ１１０的规定匀速加载,直至试样破坏,记录拉力的峰值和破

坏状态,精确至００１kN;

６　标记拉拔后试样序号,使用钢直尺测量试样断开面每对

切割边的中部长度 (精确到１mm)作为试样断面边长,计算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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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的断面面积.

４１５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１　单个检测点的拉伸粘结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σ＝
F
A ×１０３ (４１５)

式中:σ———试样拉伸粘结强度 (MPa),精确至００１MPa;

F———破坏荷载 (kN);

A———粘结面积 (mm２).

２　计算所有试件拉伸粘结强度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

００１MPa.

４１６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有设计要求时,拉伸粘结强度最小值不小于设计值,
判定为合格;

２　当无设计要求,按以下规定进行评定:EPS板、XPS板

和硬泡聚氨酯板与基层墙体拉伸粘结强度不小于０１０MPa,酚

醛泡沫板与基层墙体拉伸粘结强度不小于００８MPa,判定为合

格;

３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４２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

４２１　单位工程中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

扣除窗洞后每３０００m２ 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为１个检验批,不足

３０００m２ 也为１个检验批.

４２２　应在监理 (建设)、检测机构、施工三方人员的见证下按

检验批随机抽样,每个检验批抽取３个检测位置,兼顾不同朝向

和楼层,在工程中均匀分布.

４２３　检测设备包括裁纸刀、粘结面积检测板等,粘接面积检

６

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测板宜透明,为有机玻璃材质,尺寸等于或大于工程用保温板尺

寸的模 数,一 般 l×b 宜 为 ９００mm×６００mm 或 １２００mm×
６００mm,在板的一侧划分１０mm 间距的网格线,以１０个格为一

组.(图４２３).

图４２３　粘接面积检测板

４２４　宜在保温板粘贴３d后,下道工序施工前进行检测.

４２５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在外围护结构上选定检测位置,宜选择一整块保温板,
去除尺寸大于检测板尺寸的保温板,露出粘接砂浆;

２　将粘结面积检测板有网格线的一侧贴到墙面,调整到破

开面的中间位置;

３　粘接砂浆填充满整个网格的记录所占的网格数,粘结砂

浆未填满的网格按砂浆占据网格面积计算.

４２６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AZ＝∑Ai (４２６－１)

　　　　　　　　　　　μ＝
AZ

A
(４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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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Z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 (m２),精确至００１m２;

Ai ———粘结砂浆所占各个网格面积 (m２);

μ ———保温板与基层粘接面积百分比;

A ———检测板面积 (m２).

４２７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或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百分

比达到设计值或标准要求值时,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４３　锚栓拉拔试验

４３１　单位工程中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

扣除窗洞后每３０００m２ 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为１个检验批,不足

３０００m２ 也为１个检验批.

４３２　应在监理 (建设)、检测机构、施工三方人员的见证下按

检验批随机抽样,每个检验批检测３组,每组抽５个锚栓,兼顾

不同朝向和楼层,在工程中均匀分布.

４３３　宜在锚栓锚固后,下道工序施工前进行检测.

４３４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选定保温锚栓试件,将拉拔仪支撑腿内侧保温材料掏出,
至锚栓周围露出基层墙体表面;

２　安装拉拔仪,连续匀速加载至设计荷载值或锚栓拔出,
总加荷时间为１min~２min;

３　记录荷载值和破坏状态,精确至００１kN;

４３５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当试件荷载最小值符合设计要求,判定合格.如无设计

值,参照表４３５进行判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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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３５　锚栓技术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A类基层

墙体
B类基层

墙体
C类基层

墙体
D类基层

墙体
E类基层

墙体

抗拉承载力标准

值 (kN)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３０ ≥０．３０

注:１　当锚栓不适用于某类基层墙体时,可不做相应的抗拉承载力标准值检测.
２　A类:普通混凝土基层墙体.
３　B类:实心砌体基层墙体,包括烧结普通砖、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砌

体以及轻骨料混凝土墙体.
４　C类:多孔砖砌体基层墙体,包括烧结多孔砖、蒸压灰砂多孔砖砌体墙体.
５　D类:空心砌块基层墙体,包括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轻集料混凝土小

型空心砌块墙体.
６　E类:蒸压加气混凝土基层墙体.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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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测

５０１　按节能构造做法抽取试样,一个单位工程外墙主体部位

每种节能保温做法至少取３个芯样.

５０２　应在监理 (建设)、检测机构、施工三方人员的见证下按

检验批随机选定取样部位,取样部位宜均匀分布,兼顾不同保温

构造做法,朝向,楼层,不宜在同一个房间外墙上取２个或２个

以上芯样.

５０３　检测时间应在保温系统全部完工后.

５０４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对于聚苯板等硬质保温板材或保温浆料,在选定的检测

部位钻取芯样,钻芯机一直钻到基层停止,取出芯样,记录芯样

完整程 度;对 于 岩 棉、玻 璃 棉 类 材 料,采 用 裁 纸 刀 切 割 出

１００mm×１００mm 芯样;记录芯样的完整程度、保温系统各层的

材质、厚度.

２　在芯样上标注芯样编号,记录芯样位置,把钢直尺贴附

在芯样表面,用数码相机拍照记录.取出的芯样为不完整芯样

时,可在钻孔位置的孔壁上直接测量并拍摄附带标尺的照片.

５０５　计算芯样保温层的平均厚度.

５０６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４１１的规定进行判定;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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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外窗现场气密、水密性能检测

６０１　单位工程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类型的外窗各抽查

１组３樘 (件).

６０２　应在检测机构、监理 (建设)、施工三方人员的见证下随

机抽样,抽样应兼顾不同的楼层、朝向.

６０３　检测应在外窗全部完工,窗洞口与外窗之间的间隙全部

封闭后进行.

６０４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用卷尺在外窗室内一侧测量外窗的长、宽、厚尺寸、开

启缝长、最大玻璃尺寸,记录现场空气温度、湿度、大气压力;

２　用胶带从室内一侧密封外窗开启缝,用塑料薄膜从室内

封住外窗洞口,塑料薄膜应能够承受检测过程中施加的压力不会

破坏,安装检测设备;

３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

现场检测方法»JG/T２１１中规定进行外窗气密性能检测,仅对

外窗施加正向压力;

４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

现场检测方法»JG/T２１１中规定进行雨水渗漏检测,仅对外窗

施加正向压力;

５　记录外窗气密和水密检测值,外窗洞口周边墙面的渗水

情况.

６０５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

级及检测方法»GB/T７１０６的规定,分别计算三樘外窗单位开

启缝长空气渗透量平均值、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平均值及水密性

能分级指标值.

６０６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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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同一组三樘外窗气密性能及水密性能检测结果符合设计

值,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对不合格项目应进行双倍抽样复

试,复试结果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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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７　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抽样:

１　居住建筑按照单位工程抽检,抽检总户数的５％,且不

少于３户,抽样应兼顾不同的楼层、朝向;

２　公共建筑按不同功能区抽检,每个功能区不少于１处;

７１２　如需对整个建筑进行评价,在建筑构造许可的情况下,
可以对部分建筑单元或整个建筑进行检测.

７１３　气压法适用于整套房间进行检测,也可对单个房间进行

检测;示踪气体法适用于对单个房间进行检测.

７２　气压法

７２１　检测环境应符合室外风速小于３m/s.

７２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测量室内空气温度、湿度、大气压力,待检房间内有效

体积,将房间内杂物清理出房间;

２　检查并封闭待检房间墙面线缆走管外露洞口、门窗、地

漏、空调洞口等;

３　在待检房间门口安装鼓风门检测仪;

４　接通电源,调节风速控制器,对室内加压 (减压),当室

内外压差达到６０Pa并稳定后,停止加压 (减压),记录空气流

量;

５　逐级降低室内压力,每级降低５Pa,待稳定后记录流量,
直至２５Pa;

６　正压、负压状态各检测一遍.取两次同级压力的平均值

作为该级压力空气流量.

７２３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３１

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１　当压差为５０Pa时,房间换气次数应按下式计算:

　　　　　　　　　　　　N５０＝
L
V

(７２３－１)

式中:N５０———压差５０Pa时的房间换气次数 (l/h);

L ———压差５０Pa时正压和负压下流量的平均值 (m３/

h);

V ———被测房间换气体积 (m３).

２　自然条件下的房间换气次数N (换算系数为１７)应按下

式计算:

　　　　　　　　　　　　N＝
N５０

１７
(７２３－２)

式中:N———自然条件下的房间换气次数 (l/h).

７３　示踪气体法

７３１　检测环境应符合室外风速小于３m/s.

７３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检测室内空气温度、被测房间的有效体积、室外空气风

速;

２　气体分析仪测点采用梅花形布置,见图７３２,各点在

房间对角线４等分点位置,高度不大于１/２层高;

图７３２　室内布点图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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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向室内释放示踪气体,采用风扇搅动室内空气１０min
后,使示踪气体分散均匀,关闭风扇;每分钟记录一次气体浓

度;获得不少于５０组数据,关闭仪器开关.

７３３　检测数据应按以下步骤计算:
自然条件下的房间换气次数应按下式计算:

　　　　　　　　　　N＝ (lnCo－lnCt)/t (７３３)
式中:Ct———检测时的示踪气体浓度 (vpm)

Co———检测初始时示踪气体浓度 (vpm)

t ———检测时间 (h)
示踪气体的本底水平和安全性资料见附录D,在计算过程中

应扣除示踪气体的本底浓度.

７４　结果判定

７４１　房间气密性检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判定合格.

７４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检修后,进行双倍抽样复试,
复试结果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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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

８０１　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缺陷主要分为外表面热工缺陷、内

表面热工缺陷.

８０２　民用建筑节能检验,宜首先进行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缺

陷检测.

８０３　检测期间室外空气温度与开始检测时相比,室外空气温

度逐时值变化不应大于５℃.室内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应超过

２℃.

８０４　当１h内,室外风力变化超过２级或最大风力大于５级时

不宜进行外表面热工缺陷检测.

８０５　外围护结构外表面热工缺陷检验开始前至少６h内,受检

的外围护结构表面不应受到太阳直接照射,外围护结构内表面热

工缺陷检验时要避开灯光的直射.

８０６　检测设备采用红外热像仪.

８０７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检测前应了解被测建筑的结构特征和检测时的气候条件;

２　调整红外热像仪的发射率,使红外热像仪的测定结果等

于参照温度;应在不同方位相等距离下扫描同一个被测部位,检

查临近物体是否对被测的围护结构表面造成影响,必要时可采取

遮挡措施或者关闭室内辐射源;

３　应先对围护结构进行普测,然后对异常部位进行详细检

测;

４　建筑围护结构同一个部位的红外热像图应拍摄２张;如

果所拍摄的红外热像图,整体区域过小,应单独拍摄１张以上主

体部位热像图;所检验部位热像图,应用草图说明其所在位置,
并附上可见光照片;红外热像图上应标明参照温度的位置和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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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实测热像图中出现的异常,如果不是围护结构设计或热

(冷)源、检测方法等原因造成,则可认为是缺陷;

６　热像图中的异常部位,宜通过将实测热像图与被测部分

的预期温度分布进行比较确定.必要时可采用内窥镜、取样等方

法进行确定.

８０８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１　受检外表面的热工缺陷等级采用相对面积ψ评价,受检

内表面的热工缺陷等级采用能耗增加比β评价.ψ和β应按下列

公式计算:

　　　　　　　　　　ψ＝

n

i＝１
A２,i


n

i＝１
A１,i

(８０８－１)

　　　　　　　　　β＝ψ
T１－T２

T１－T０
×１００％ (８０８－２)

　　　　　　　　T１＝

n

i＝１
(T１,iA１,i)


n

i＝１
A１,i

(８０８－３)

　　　　　　　　T２＝

n

i＝１
(T２,iA２,i)


n

i＝１
A２,i

(８０８－４)

　　　　　　　T１,i＝

m

j＝１
(A１,i,jT１,i,j)


m

j＝１
A１,i,j

(８０８－５)

　　　　　　　T２,i＝

m

j＝１
(A２,i,jT２,i,j)


m

j＝１
A２,i,j

(８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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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１,i＝

m

j＝１
A１,i,j

m
(８０８－７)

　　　　　　　　A２,i＝

m

j＝１
A２,i,j

m
(８０８－８)

式中:ψ　 ———受检表面缺陷区域面积与主体区域面积的比值;

β ———受检内表面由于热工缺陷所带来的能耗增加比;

T１ ———受检表面主体区域 (不包括缺陷区域)的平均

温度 (℃);

T２ ———受检表面缺陷区域平均温度 (℃);

T１,i ———第i幅热像图主体区域的平均温度 (℃);

T２,i ———第i幅热像图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

T０ ———环境温度 (℃)

A１,i ———第i幅热像图主体区域的面积 (m２);

A２,i ———第i幅热像图缺陷区域的面积,指与 T１的温度

差大于等于１℃的点所组成的面积 (m２);

i ———热像图的幅数,i＝１~n;

j ———每一幅热像图的张数,j＝１~m.

８０９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受检围护结构外表面缺陷区域与主体区域面积的比值小

于２０％,且单块缺陷面积小于０５m２,判定为被测区域合格;

２　受检围护结构内表面因缺陷区域导致的能耗增加比值小

于５％,且单块缺陷面积小于０５m２,判定为被测区域合格;

３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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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宜在冬季采暖期,被测部位保温

系统施工完工６０d后,选择连续采暖至少７d的房屋进行.非采

暖期检测时,可以采用人工加热或制冷方式进行检测.

９１２　按照单位工程进行抽样,采用相同材料、构造和施工做

法的墙面应抽取不少于３个检测部位;屋顶、不采暖楼梯间隔墙

及与室外空气连通的地下室顶板等围护结构应各抽取不少于１个

检测部位.５００m２ 以下的单位建筑,应对墙面抽取不少于１个检

测部位.

９１３　现场选择待检围护结构的朝向宜为北向、东向,不宜选

择西向和南向,表面应平整,没有裂缝,检测范围内应是相同材

质、构造的基层及保温体系.

９１４　使用红外热像仪对预选的被测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进行

检测,宜选择温度场均匀、没有热工缺陷的围护结构作为被测部

位.

９１５　热流计法适用于检测匀质材料构造的围护结构;热箱法

适用于匀质或非匀质材料构造的围护结构

９２　热流计法

９２１　检测时,室外风力应小于５级,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差

宜高于２０℃或１０/U℃,应保证室内空气温度的波动范围在±
３℃之内.热流计周围温度稳定后,检测时间至少连续检测９６h,
温度不稳定时应连续检测不少于１６８h.围护结构被测区域的外

表面应避免雨雪和阳光直射,否则需临时遮挡;检测期间应封闭

被测围护结构所在的房间.
注:U为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单位为 〔W/m２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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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　当室内外温差达不到规定要求或在非采暖期检测时,可

以采取人工加热或制冷的方式建立室内外温差,加热装置距离被

测围护结构表面不小于１５m.

９２３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将热流计直接安装在被测围护结构内表面上,热流计表

面与被测表面应充分接触.热流计计量范围内的传感器表面不得

有任何遮挡,测点位置不应靠近热桥、裂缝和有空气渗透的部

位,距离热桥部位应不少于构件厚度的１５倍;不应受阳光直

射、加热、制冷装置和风扇的直接影响.一个检测面应设置不少

于４ 个热流计测点,两个热流计之间的中心距离不宜 小 于

５００mm;

２　每个热流计应有检测内外表面温度的温度传感器,内表

面温度传感器应靠近热流计安装,距离不宜超过２０mm,对应外

表面温度传感器应在与热流计相对应的位置安装.温度传感器连

同１００mm 长的引线应与被测表面紧密接触,传感器表面的辐射

系数应与受检表面基本相同.墙体内外表面温度传感器温差的测

量误差应小于０２℃;

３　应采用连续测量方式,数据采集时间间隔应不大于

３０min;

４　应检测围护结构的热流密度、室内外空气温度,围护结

构的内、外表面温度等数据.

９２４　热流计各测点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１　数据处理宜采用动态分析法进行计算,其处理软件应符

合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１３２的规定;

２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

１)各测点热阻的末次计算值与２４h之前的计算值相差不大

于５％;

２)检测期间内第一个INT (２×DT/３)d内与最后一个同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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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长的天数内各测点热阻的计算值相差不大于５％.
注:DT为检测持续天数,INT表示取整数部分.

３　当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数据分析时,各测点传热系数应

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并且应使用全天数据 (２４h的整数倍)进行

计算:

　　　　　　　　R＝

n

j＝１
(θIj－θEj)


n

j＝１
qj

(９２４－１)

　　　　　　　　U＝
１

Ri＋R＋Re
(９２４－２)

式中:R ———各测点的热阻 (m２K/W);

θIj ———各测点内表面温度的第j次测量值 (℃);

θEj ———各测点外表面温度的第j次测量值 (℃);

qj ———各测点热流密度的第j次测量值 (W/m２);

U ———各测点传热系数 〔W/ (m２K))〕;

Ri ———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阻 (m２K/W),应按国家标

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７６的规定采

用;

Re ———围护结构外表面换热阻 (m２K/W),应按国家

标准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５０１７６的规定

采用.

９２５　被测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应以各测点检测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为最终计算结果.

９２６　居住建筑根据建筑物所依据的节能设计标准规定检测围

护结构主体传热系数或平均传热系数,公共建筑宜按照现行行业

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１７７－２００９第５２节检测

围护结构主体传热系数和热桥传热系数,计算得到平均传热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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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热箱法

９３１　当室外平均空气温度不大于２５℃时,相对湿度不大于

６０％RH,可以仅使用热箱进行检测;当室外平均空气温度大于

２５℃时,应使用冷箱模拟室外环境进行检测.控制室内外平均温

差在１３℃以上,热箱内空气温度应大于室外最高温度１０℃.围

护结构被测区域的外表面应避免阳光直射或周边建筑物的热反

射,必要时,应对被测围护结构外表面进行遮挡.被测部位尺寸

宜大于２２m×２４m.

９３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在检测区域的中心部位对应布置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

度测点,温度传感器探头连同１００mm~２００mm 长引线一并直接

粘贴在围护结构表面,测点探头感温部位不能有其他物体遮挡;
热箱内空气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热箱内几何中心部位;室内空气温

度传感器安装在距热箱外表面５００mm~８００mm 距离,１/２层高

部位;室 外 空 气 温 度 传 感 器 安 装 在 距 被 测 围 护 结 构 外 表 面

２００mm 的阴影区域,并且需安装防辐射罩.如果被测房间除北

向的其它朝向的外墙有较大尺寸外窗,室内空气温度传感器宜安

装防辐射罩或将外窗进行遮挡;

２　安置热箱使热箱周边与被测表面紧密接触,不能有漏气

现象;热箱边缘应距被测围护结构周边踢脚、墙角、外窗及线盒

等热桥部位６００mm 以上,检测部位不能有埋管等缺陷;若室外

平均空气温度大于２０℃,应在室外表面安置冷箱,冷箱应大于

热箱周边３００mm 以上,以降低被测围护结构室外的温度;

３　安装冷箱,使用卷尺测量出热箱在被测围护结构的位置,
在室外热箱对应的围护结构位置中心部位粘贴室外墙表温度传感

器,将室外空气温度传感器固定在冷箱的中心位置,将冷箱固定

在被测围护结构室外表面,使冷箱和热箱中心轴线基本重合;

４　根据室外空气温度设定室内空气温度和热箱内空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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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温度设定一致,封闭被测房间;

５　传热系数检测时间间隔宜为３０min,检测持续时间宜为

７２h,如检测数据没有进入稳定状态,宜相应延长检测时间;取

传热系数检测值基本稳定后的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分析、计

算;

６　检测室内空气温度,室外空气温度 (或冷箱内的空气温

度),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度,热箱内空气温度,热箱功率.

９３３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n＝
Qn

A (Tin－Ten) (９３３－１)

　　　　　　　　　　U＝
Un

n
(９３３－２)

式中:Un ———第n次测出的传热系数值 〔W/ (m２K)〕;

Qn ———热箱第n个单位检测时间间隔通过围护结构传输

的热量 (W);

A ———热箱内开口面积 (m２);

Tin———热箱第n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室内空气温度

(℃);

Ten———热箱第n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室外空气温度

(℃);

U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值 〔W/ (m２K)〕;

n ———数据采集的有效次数 (n≥４８).

９３４　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计算:根据被检工程所依据的节

能设计标准的规定,采用检测得到的围护结构主体传热系数、检

测或计算得到的热桥部位传热系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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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结果判定

９４１　建筑物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９４２　建筑物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无设计值时,可按相应年代的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限值进行判定.

９４３　当检测结果有１个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

试结果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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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供暖系统、空调系统和通风系统节能检测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按照单位工程进行检测,空调系统检测数量不少于系统

数量的１０％,且不少于１个系统.

１０１２　空调系统检测前,应在设计工况稳定运行２４h.

１０１３　室内平均温度检测,冬季在正常供暖稳定时期进行,夏

季在空调制冷稳定时期进行.

１０２　室内平均温度

１０２１　建筑工程验收时,室内空气温度检测在系统形式不同

时,每种系统均应检测;相同系统形式应按其数量的２０％抽检,
同一系统检测数量不应少于总房间数量的１０％.既有建筑检测,
三层及以下的民用建筑,应逐层布置测点;三层以上的民用建

筑,首层、顶层和中间部位均应布置测点;每层至少选取３个有

代表性的房间布置测点.

１０２２　测点应设于室内活动区域,测点高度应控制在距地面

７００mm~１８００mm,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布点位置符合表

１０２２规定:

１　当房间使用面积小于１６m２ 时,应设测点１个;
２　当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１６m２,且小于３０m２ 时,应

设测点２个;

３　当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３０m２,且小于５０m２ 时,应

设测点３个;

４　当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５０m２,且小于１００m２ 时,
应设测点５个;

５　当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m２,每增加 ２０m２ ~
３０m２ 应增加１个测点.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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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２２　室内平均温度布点方法

房间建筑面积 (m２) 布点方法 布点图

房间建筑面积＜１６
１个测点,布置在房间中心

位置,对角线２等分点.

１６≤房间建筑面积＜
３０

２个测点,布置在对角线位

置,对角线３等分点.

３０≤房间建筑面积＜
５０

３个测点,布置在对角线位

置,对角线４等分点.

５０≤房间建筑面积＜
１００

５个测点,布置在对角线位

置,对角线４等分点.

１００≤房间建筑面积
６个以上测点,布置在房间

长宽等分点.

１０２３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按照本标准第１０２２条规定布置室内测点;

２　室外空气温度检测点宜设置在中间层,距墙面不小于

０３m 的阴影下,并安防辐射罩;或放置在百叶箱内,将百叶箱

置于建筑物附近的阴影下,宜布置两个测点;

３　检测时间间隔不宜大于３０min;公共建筑总检测时间不

宜小于６h;居住建筑总检测时间不宜小于２４h.

１０２４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１　室内平均温度计算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rm＝

n

i＝１
trm,i

n
(１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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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m,i＝

p

j＝１
ti,j

p
(１０２４－２)

式中:trm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平均温度 (℃);

trm,i———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i个室内逐时温度

(℃);

n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逐时温度的个

数;

ti,j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内第j个测点的第i个

温度逐时值 (℃);

p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布置的温度测点的个

数.

２　室外平均温度计算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tair,out＝

n

s＝１
tair,out,s

n
(１０２４－３)

　　　　　　　　　tair,out,s＝

k

v＝１
ts,v

k
(１０２４－４)

式中:tair,out———检 测 持 续 时 间 内 受 检 房 间 的 室 外 平 均 温 度

(℃);

tair,out,s———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s个室外逐时温度

(℃);

ts,v———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外第v个测点的第s个

温度逐时值 (℃);

k———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室外布置的温度测点的个

数.

１０２５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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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５０４１１的规定,冬季不得低于设计温度２℃,且不应高于

１℃;夏季不得高于设计温度２℃,且不应低于１℃;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１０３　供暖系统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１０３１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应对室外管网整体进行检测.

１０３２　布点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总采暖供热量宜在采暖热源出口处检测,供回水温度和

流量传感器宜安装在采暖热源机房内,在室外安装温度传感器

时,距采暖热源机房外墙外表面的垂直距离不应大于２５m;

２　采暖供热量检测宜在建筑物热力入口处,供回水温度和

流量传感器的安装宜满足相关产品的使用要求,温度传感器宜安

装于受检建筑物外墙的外侧,距外墙外表面２５m 以内的地方.

１０３３　检测环境应符合采暖系统正常运行５d以后进行,检测

期间,采暖系统应处于正常运行工况,热源供水温度的逐时值不

应低于３５℃.

１０３４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根据供热管网施工图,现场勘查从热力站出口到各采暖

建筑热力入口,确定各管井位置;

２　按仪器使用要求,在采暖热源出口处和各建筑物热力入

口处安装超声波热流量计,计量各处的热量;

３检测的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不应大于６０min,持续时间不应

少于７２h.

１０３５　检测数据应按以下步骤计算:

１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αht应按下式计算 (采用超声波热流量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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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t＝ (１－

n

j＝１
Qa,j

Qa,t
)×１００％ (１０３５－１)

式中:αht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Qa,j ———检测持续时间内第j个 热 力 入 口 处 的 供 热 量

(MJ);

Qa,t ———检测持续时间内热源的输出热量 (MJ);
２　当采用超声波流量计检测时,各检测位置的累积热量 Qa

应按下式计算:

　　　　　　Qa＝
n

i＝１

CGi (Tan－Thn)
３６００

(１０３５－２)

式中:C ———水的比热容 (取４１８６８J/kg℃);

Gi ———每时间间隔的累计流量 (kg/h);
Tan ———每时间间隔的供水温度 (℃);
Thn ———每时间间隔的回水温度 (℃);

n ———检测期记录数据次数.

３　室外管网热输送效率αn 应按下式计算:
　　　　　　　　　　an＝１－aht (１０３５－３)

１０３５　本方法建议采用超声波热流量计检测,如果采用超声波

流量计与温度传感器配合使用进行检测,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宜大

于５min,这样温度逐时值变化较小,可以忽略流量和温度波动

的影响,流量应采用时间间隔内的累计流量,不得采用瞬时流量

计算.

１０３６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检测结果与设计值偏差不大于１０％,
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检修后进行复试,复试结果合

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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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水流量

１０４１　本检测方法适用于采暖供热系统水力平衡度、通风与空

调系统冷热水和冷却水流量、空调机组水流量等关于水流量的无

损检测.

１０４２　抽样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水力平衡度:热力入口总数不超过６个时,全数检测;
超过６个时,应根据各个热力入口距离热源的远近,按近端、远

端、中间区域各抽检２个热力入口;

２　通风与空调系统冷热水、冷却水流量:全数检测.

３　空调机组水流量应抽取空调机组数量的１０％进行检测.

１０４３　空调或采暖系统正常运行时期,检测期间,采暖和空调

系统运行工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１７７和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１３２规定.

１０４４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检测位置:

１)水力平衡度在建筑物采暖供热管道热井内或室内管道,
在室外布点时距离外墙外表面不大于２５m;

２)通风与空调系统冷热水在空调机房冷热水总管道;

３)通风与空调系统冷却水在空调机房冷却水总管道或冷却

塔回水总管道;

４)空调机组水流量在空调机组进水或回水管道进行检测.

２　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应符合其使用规定,当被测管道有

锈蚀现象时应用超声波测厚仪检测管道壁厚;

３　检测时间间隔及检测时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居住建

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１３２或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

T１７７中对所检项目的要求.

１０４５　检测数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

准»JGJ/T１３２或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１７７对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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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数据处理规定.

１０４６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４１１的规定进行判定;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检修后复试,复试结果合

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１０５　通风与空调系统风量

１０５１　以单个系统为受检样本数量基数,按系统数量的１０％
抽取,且不同风量的空调机组不应少于１个.

１０５２　通风与空调系统风量检测在空调机组出口或入口的直管

段进行,布点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

准»JGJ/T１７７的规定.

１０５３　检测时,空调系统应在正常工况运行,且所有风口应处

于正常开启状态.

１０５４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选择空调机组出口或入口直管段较长的风管作为待测管

路;

２　选择距上游局部阻力管件２倍管径的部位作为待测区域,
剥离管路外面的保温层,测量管路长宽 (方管)或周长 (圆管)
尺寸,根据布点方法要求,计算管路测点尺寸;

３　根据计算得出的测点尺寸,用开孔器在管路上开出测孔;

４　将毕托管连接上微压计,垂直风管表面插入测孔,用尺

子测量毕托管插入风管深度,调整毕托管到达测点位置,测量各

测点动压,每个测点至少测量２次,以两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

为该点测量值;

５　记录房间内的大气压力和空气温度.

１０５５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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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当采用毕托管和微压计检测风量时,风量计算应按下列

方法进行:

１)平均动压计算应取各测点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平均动压,
当各测点数据变化较大时,动压的平均值应按下式计算:

　　　　Pv＝ (Pv１ ＋ Pv２ ＋ Pvn

n
)２ (１０５５－１)

式中:Pv———平均动压 (Pa);

Pv１、Pv２Pvn———各测点动压 (Pa).

２)断面平均风速应按下式计算:

　　　　　　　　　　　V＝
２Pv

p
(１０５５－２)

式中:V———断面平均风速 (m/s);

p———空气密度 (kg/m３),ρ＝０３４９B/ (２７３１５＋t);

B———大气压力 (hPa);

t———空气温度 (℃).

３)机组或系统实测风量应按下式计算:

　　　　　　　　　L＝３６００VF (１０５５－３)
式中:F———断面面积 (m２);

L———机组或系统风量 (m３/h).

２　采用数字式风速计测量风量时,断面平均风速应取算术

平均值;机组或系统实测风量应按式 (１０５５－３)计算.

１０５６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检测结果与设计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０％,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１０６　风口风量

１０６１　按风管系统数量抽查１０％,且不得少于１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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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２　应在空调系统正常运行时检测,且所有风口应处于正常

开启状态,受检风系统总风量应维持恒定且宜为设计值的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０６３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将风量罩压在出风口上,接触面不能漏气,待数据稳定

后,读取风量数值,每个出风口风量至少读取２个数值,总风量

与新风量分别读取;

２　逐个检测该机组所有风口.

１０６４　检测数据应取每个风口的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检

测结果;

１０６５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风口风量之和应不大于所检风口的空调机组总风量
２　风口风量检测值与设计值的偏差不大于１５％,判定合

格;

３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１０７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１０７１　以单个风机为受检样本数量基数,按系统数量的１０％
抽取,且不同风量的系统不应少于１个.

１０７２　抽检通风与空调机组吸入端、压出端直管道检测风量,
电动机输入端检测功率.

１０７３　检测设备宜采用微压计、毕托管检测风量,使用钳形功

率表或电能质量分析仪检测输入功率.

１０７４　宜在空调正常使用时进行.

１０７５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将空调机组启动,空调系统调整到正常运行工况;

２　在空调机组的吸入端、压出端直管段检测空调机组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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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风量检测结果偏差不大于５％,取两个风量检测结果的平均

值作为风机风量;

３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１７７－２００９附录D的要求在电动机输入线端检测空调机组输入功

率.

１０７６　检测数据应按以下步骤计算: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Ws应按下式计算:

　　　　　　　　　　Ws＝
N
L

(１０７６)

式中:Ws———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 〔W/ (m３/h)〕;

N ———风机输入功率 (W);

L ———风机实际风量 (m３/h).

１０７７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检测结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５０１８９的规定,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４３

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１１　地源热泵和太阳能热水系统节能检测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按单位工程抽检.地源热泵系统检测数量不少于１个系

统;集中式和集中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抽检１个系统,分散式

太阳能热水系统５００台以下抽检１个系统,５００台以上抽检２个

系统.

１１１２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供冷量检测布点宜在使用侧总热

水管或总冷水管直管段;太阳能热水系统制热量检测布点宜在集

热器进回水管道直管段.

１１２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供冷量

１１２１　冬季采暖期正常供暖５d后进行检测,夏季空调系统正

常运行后进行检测.

１１２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地源热泵系统调整至正常运行工况;

２　超声波热流量计宜安装在地源热泵系统使用侧总供热管

(总供冷管)直管段;如果使用超声波流量计,按照附录 A３节

进行;

３　检测数据采集时间间隔宜小于６０min,检测时间应持续

２４h.

１１２３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Qh、供冷量Qc (W)应按下式计

算:

　　　　　　　　　Qh(c)＝
ΣQh(c),i

n
(１１２３)

式中:Qh(c) ———地源热泵每小时平均供热量、供冷量 (W);

Qh(c),i———地源热泵第i个小时供热量、供冷量 (W);

n ———检测数据数量,为２４的整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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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４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供冷量检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检修后复试,复试结果合格,
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１１３　太阳能热水系统得热量

１１３１　检测环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

规范»GB/T ２００９５－２００６ 中 ８１３１ 条,空 气 温 度 (８－
３９)℃,环境空气的平均流动速度不大于４m/s,正午前后各４h
正南方向与太阳能太阳辐照量累计值 H 不小于１７MJ/m２.

１１３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测量太阳能集热器的轮廓采光面积;

２　在太阳能热水系统冷水进水管道按照超声波流量计的使

用规定安装超声波热流量计;

３　在集热板附近安装太阳辐射计,太阳辐射计倾角与集热

板相同;

４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GB/

T２００９５的规定检测集热试验开始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结

束时的平均温度、贮水箱内的试验水量;

１１３３　检测数据应按以下步骤计算:

１　试验期间单位轮廓采光面积日有用得热量q应按下式进

行计算:

　　　　　　　　q＝
PWcpwVs (te－tb)

１０００Ac
(１１３３－１)

式中:q ———太阳热水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日有用得热量

(MJ/m２);

ρw ———水的密度 (kg/m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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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w———水的比热容 (kJ/ (kg℃));

Vs ———贮水箱内的试验水量 (m３);

te ———集热试验结束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 (℃);

tb ———集热试验开始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 (℃);

Ac———太阳 热 水 系 统 中 太 阳 集 热 器 的 轮 廓 采 光 面 积

(m２);

２　太阳辐照量为１７MJ/ (dm２)时的日有用得热量q１７
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q１７＝１７
q
H

(１１３３－２)

式中:q１７———日太阳辐照量为１７MJ/m２ 时,太阳热水系统单位

轮廓采光面积的日有用得热量 (MJ/m２);

H———太阳热水系统采光口所在平面的日太阳辐照量,
(MJ/m２);

１１３４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单位轮廓采光面积日有用得热量检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
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检修后复试,复试结果合格,
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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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照明系统节能现场检测

１２１　一般规定

１２１１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抽样方法应符合同一功能区不

少于２处;谐波电压及谐波电流检测照明回路应抽取５％,且不

少于２个回路;补偿后功率因数应全数检测;电压偏差检测照明

出线回路应抽测５％,且不少于２个回路.

１２１２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检测布点宜采用中心布点法或

四角布点法;布点以房间地面几何中心点为基准或以房间一角为

基准,测点间距及高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照明测量方法»

GB/T５７００的规定.

　　　
(a)中心布点法　　　　　　　　　　 (b)四角布点法

图１２１　平均照度检测布点图

１２１３　照明系统电能质量检测宜包括谐波电压及谐波电流、功

率因数、电压偏差检测,各类参数检测宜选择在配电室内低压配

电柜断路器下端进行.

１２１４　照明系统电能质量检测应在负荷率大于２０％的配电回

路,且应在负载正常使用的时间内进行.应采用 A 级或B级的

仪器并配置不小于０５级的互感器进行检测.当对检测结果有异

议时,应采用 A级测量仪器进行复检.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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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

１２２１　宜在夜间进行检测,当室内有外界光源影响时,应将室

内透明外围护结构进行遮挡,阻止外界光线进入室内.

１２２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测前灯具的累积燃点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照明测

量方法»GB/T５７００的规定;

２　将待测房间灯具通电打开,根据照明灯具的不同按照现

行国家标准 «照明测量方法»GB/T５７００的规定通电相应时间;

３　测量房间的地面尺寸、形状,划分布点;

４　用钳式功率表监控照明电路的电压、电流,待灯具的开

启时间达到标准规定的时间,照明功率稳定后逐个测量每个测点

的照度,照度测点的高度、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照明测量

方法»GB/T５７００的规定;

５　照度测量完成后,再读取照明电路的电压、电流.

１２２３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１　中心布点法的平均照度应按下式计算:

　　　　　　　　　　Eav＝
１

MN∑Ei (１２２３－１)

式中:Eav———平均照度 (lx);

Ei ———第i个测点上的照度 (lx);

M ———纵向测点数;

N ———横向测点数.

２　四角布点法的平均照度应按下式计算:

　　　　　Eav＝
１

４MN
(∑Eθ＋２∑E０＋４∑E) (１２２３－２)

式中:Eav———平均照度 (lx);

M ———纵向测点数;

N ———横向测点数;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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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θ ———测量区域四个角处的测点照度 (lx);

E０ ———除Eθ 外,四条外边上的测点照度 (lx);

E ———四条外边以内的测点照度 (lx).

３　照明均匀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U１＝Emin/Emax (１２２３－３)
式中:U１ ———照度均匀度 (极差);

Emin ———最小照度 (lx);

Emax———最大照度 (lx).

　　　　　　　　　　　U２＝Emin/Eav (１２２３－４)
式中:U２ ———照度均匀度 (均差);

Emin ———最小照度 (lx);

Eav ———平均照度 (lx).

４　照明功率密度应按下式计算:

　　　　　　　　　　　LPD＝
∑Pi

S
(１２２３－５)

式中:LPD ———照明功率密度 (W/m２);

Pi ———被测量照明场所中的第i单个照明灯具的输入

功率 (W);

S ———被测量照明场所的面积 (m２).

１２２４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按照国家现行标准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４１１和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５００３４的规定进行判定.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复试,复试结果

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１２３　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检测

１２３１　检测宜在电气设备安装完成之后,调试结束后进行.

１２３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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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打开配电柜,把电能质量分析仪接入照明回路断路器下

端;

２　检测时间间隔宜为３s (１５０个周期),检测持续时间宜为

２４h;

１２３３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１　谐波检测数据应取检测时段内各相实测值的９５％概率值

中最大的相值,作为判断的依据.

２　对于负荷变化慢的谐波源,宜选取５个接近的实测值,
取其算术平均值.

１２３４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谐波电压检测数据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公用电网谐波»

GB１４５４９－１９９３中附录 A、附录B规定的换算和计算方法进行

计算;谐波电压计算结果总谐波畸变率应为５０％,其中奇次谐

波电压含有率为４０％,偶次谐波电压含有率为２０％.

２　谐波电流计算结果应满足表１２３４允许值的要求.
表１２３４　谐波电流允许值

标准电压
(kV)

基准短路容量
(MVA)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A)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０．３８ １０

７８ ６２ ３９ ６２ ２６ ４４ １９ ２１ １６ ２８ １３ ２４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A)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１１ １２ ９７ １８ ８６ １６ ７８８９７１ １４ ６５ １２

３　当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检测结果分别符合本条第１款和

第２款规定时,判定合格.

４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或进行检修后复

试,复试结果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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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功率因数检测

１２４１　检测宜在电气设备安装完成之后,调试结束后进行.

１２４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采用读取补偿后功率因数读数的方式,对补偿后功率因

数进行初步判定,读取时间间隔宜为１min,读取１０次取平均

值;

２　对初步判定不合格的回路应采用直接测量的方法,采用

数字式智能电能质量分析仪在变压器出线回路进行测量;

３　仪器检测时间间隔宜为３s (１５０个周期),检测持续时间

宜为２４h;

４　功率因数宜与谐波测量同时进行;

５　补偿后功率因数均应检测.

１２４３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检测结果均不低于设计值,当设计无要求时,不低于当

地电力部门规定值,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检修后复试,复试结果全

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１２５　电压偏差检测

１２５１　检测宜在电气设备安装完成之后,调试结束后进行.

１２５２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１　电压 (２２０V)偏差测量采用读取包含照明出线的低压配

电柜上三相电压表数值的方法,读值时间间隔宜为１min,读取

１０次取平均值;

２　对初步判定不合格的回路应采用直接测量的方法,采用

数字式智能电能质量分析仪在照明回路断路器下端进行测量;

３　仪器检测时间间隔宜为３s (１５０个周期),检测持续时间

宜为２４h;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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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功率因数宜与谐波测量同时进行;

１２５３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检测结果为标称电压的＋７％~－１０％,判定合格.

２　当检测结果不合格时,应进行双倍抽样或进行检修后复

试,复试结果全部合格,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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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规范性附录)

A１　一般规定

A１１　检测工作应在正常采暖７d后进行,检测期间正常供暖,
不宜在气候剧烈变化时进行检测.

A１２检测期间应保持外门窗关闭,有效连续检测时间不少于

７d.

A２　超声波热流量计法

A２１　采用超声波热流量计进行检测.

A２２　检测室内外空气温度、供回水热流量和温度.

A２３　安装超声波热流量计和室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每小时

记录检测数据.

A２４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计算:

１　室内外平均温差ΔT (K)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ΔT＝
∑ΔTn

n
(A２４－１)

　　　　　　　　　ΔTn＝Tin－Ten (A２４－２)
式中:ΔTn———室内外空气温度差 (K)

２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s (W/m２)应按下式计算:

　　　　　　　　　qs＝
Q

tA
(A２４－３)

式中:Q ———检测期采暖消耗总热量 (Wh);

t ———检验时间 (h);

A ———被测建筑面积 (m２).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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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标准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J (W/m２)应按下式计

算:

　　　　　　　　　　qJ＝
qsΔT
ΔT标

(A２４－４)

式中:ΔT标 ———标准规定的室内外计算温差 (K)
注:ΔT标 　北京地区取值见DB１１/８９１,为１７９K.

４　正常居住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H (W/m２)应按下

式计算:

　　　　　　　　　　　q′H ＝qJ (A２４－５)

５　无人居住的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H (W/m２)应按

下式计算:

　　　　　　　　　　q′H ＝qJ－qI．H (A２４－６)
式中:qIH———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内部得热,按 DB１１/８９１
的规定,取３８０W/m２.

A３　超声波流量计法

A３１　采用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检测.

A３２　安装温度和流量检测仪表、数据采集仪,检测时间间隔

宜为５min.

A３３　应检测室内外空气温度、供回水温度、流量等内容
A３４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计算:

１　检测期建筑物单位时间供热量Qg (W)应按下式计算:

　　　　　　　　Qg＝
∑
n

i＝１

CpwGi (Tgn－Thn)
３６００
n

(A３４－１)

式中:Cpw ———水的比热容 (取４１８６８J/kg℃);

Gi ———每小时的供水流量 (kg/h);

Tgn ———每小时的平均供水温度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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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n ———每小时的平均回水温度 (℃);

n ———检测期记录数据次数.

２　实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s (W/m２)应按下式计算:

　　　　　　　　　　　qs＝
Qg

A
(A３４－２)

式中:A———被测建筑面积 (m２)

３　计算标准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qJ (W/m２)应按下

式计算:

　　　　　　　　　　qJ＝
qsΔT
ΔT标

(A３４－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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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测设备
(规范性附录)

表B　仪器仪表的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仪器 测量参数 技术指标

１
保温板与基层

粘结强度

粘结强度测定仪 粘结强度 系统误差不应超过１５％

钢直尺 ——— 精确度≤１mm

钢标准块 ———
尺寸为９５mm×４５mm,厚度

６mm~８mm

辅助工具及材料 ———
胶粘剂、胶带、切割锯、U型

卡、钢制垫板

２
保温板与基层

粘结面积
粘接面积检测板

保温板与基

层粘结面积

尺寸宜为９００mm×６００mm 或

１２００mm×６００mm,以 １０mm
分格,每１０格为一组

３ 锚栓拉拔试验 粘结强度测定仪
后置锚固件

锚固力
系统误差不应超过１５％

４
外墙节能

构造钻芯检验

钻芯机 ——— ———

钢直尺 厚度 精确１mm

５
外窗现场

气密性

空盒气压表 大气压力 １hPa

温度计 温度 精确度≤０５℃

外窗气密、
水密性能现场

检测设备

气密性能

水密性能

风压１％,水流量计:２５级,
风速

６

建筑外围

护结构

整体气密

性能

气压法

示踪

气体法

鼓风门检测仪 压力
压力:５Pa~１００Pa,－５Pa~
－１００Pa,分辨率５Pa;

气体分析仪 气体浓度
重复 性:≤１％、线 性 误 差:
≤±１％FS

电扇 ——— ———

风速仪 风速 １m/s~８m/s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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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

序号 项目 仪器 测量参数 技术指标

７
围护结构

热工缺陷
红外热像仪 热工缺陷

红外热像仪的相应波长应处在

８０μm~１４０μm,传 感 器 温

度分 辨 率 (NETD) 应 小 于

００８℃,温差检验不确定度应

小于０５℃,红外热像仪的像

素不应少于３２０×２４０.

８ 室内外空气温度 自动温度记录仪 温度 精确度≤０５℃

９

采暖供热

系统室外

管网热

损失率

超声波

热流量

计法

流量

计法

超声波热流量计 流量,温度
流量准确度为±５％,温度精

确度≤０５℃.

超声波测厚仪 管壁厚 示值００１mm

卷尺 管径 分辨率１mm

超声波流量计 流量 流量测量准确度为±５％

温度传感器 温度 温度精确度≤０５℃.

超声波测厚仪 管壁厚 示值００１mm

卷尺 管径 分辨率１mm

１０
围护结

构的传热

系数

热流

计法

热箱法

热流计 热流密度
符合 «建筑用热流计»JG/T
３０１６

温度传感器 温度 精确度≤０５℃

数据采集仪 ——— ———

加热器 ——— １０００W~２５００W

热箱式传热

系数检测仪
温度功率

温度量程:－３０℃~＋６０℃,
精 确 度 ≤ ０３℃ 电 功 率 ＞
１４０W,精确度≤０５％FS

加热器 ——— １０００W~２５００W

热箱 ———
箱内控温精确度≤０５℃;有

效计量面积≥１２m２

冷箱 ———
箱壁热 阻 ≥０８ (m２ K)/
W;温度波动＜±３℃;有效

面积≥２８８m２

冷源 ——— 制冷功率≥５００W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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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

序号 项目 仪器 测量参数 技术指标

１１ 水流量

超声波流量计 流量 流量测量准确度为±５％

温度传感器 温度 温度精确度≤０５℃.

超声波测厚仪 管壁厚 示值００１mm

卷尺 管径 分辨率１mm

１２
通风与空调

系统风量

微压计 风压
风速测量误差不大于测量值的

５％

毕托管 ——— ———

风速计 风速、风量
风速测量误差不大于测量值的

５％

空盒气压表 大气压力 ———

１３ 风口风量 风量罩 风量
精确度为读数的±５％,分辨

率为１m３/h

１４
风机单位

风量耗功率

钳形功率表/
电能质量分析仪

输入功率 １０级

微压计 风压
风速测量误差不大于测量值的

５％

毕托管 ——— ———

风速计 风速
风速测量误差不大于测量值的

５％

空盒气压表 大气压力 ———

１５
地源热泵换热

系统供冷量、
供热量

超声波热流量计 流量,温度
流量准确度为±５％,温度精

确度≤０５℃.

超声波测厚仪 管壁厚 示值００１mm

卷尺 管径 分辨率１mm

１６
太阳能热水

系统制热量

超声波流量计 流量,温度
流量准确度为±５％,温度准

确度≤０５℃.

超声波测厚仪 管壁厚 示值００１mm

卷尺 管径 分辨率１mm,误差±１０％

温度传感器 温度 准确度≤０５℃

总日射表 太阳辐照量 一级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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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

序号 项目 仪器 测量参数 技术指标

１７
平均照度与

照明功率密度

照度计 照度 精度１０％

钳形电表 电流、电压 精度:１５级

卷尺 长度 分辨率１mm

１８
谐波电压与

谐波电流
电能质量分析仪 谐波

窗口宽度为１０个周期并采用

矩形加权,时间窗应与每一组

的１０个周期同步.仪器应保

证其电压在标称电压±１５％,
频率在４９Hz~５１Hz范围内电

压总谐波畸变率不超过８％的

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１９ 功率因数 电能质量分析仪 功率
A级或 B 级仪表,仲裁时采

用 A 级仪表,功率准确度等

级１０级

２０ 电压偏差 电能质量分析仪 电压
A级或 B 级仪表,仲裁时采

用 A 级仪表,功率准确度等

级１０级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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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常用外墙饰面材料的辐射率
(资料性附录)

表C　常用外墙饰面材料的辐射率

材料 状态 温度 (℃) 辐射率

粘土 干燥 ７０ ０９１

水泥砂浆 干燥 常温 ０５４

石膏 干燥 ２０ ０８０~０９０

石灰 干燥 常温 ０３０~０４０

陶瓷
上釉、光滑 ２０ ０９２

白色、发光 常温 ０７０~０７５

灰泥 灰白色、粗糙 １０~９０ ０９１

砖
红色、粗燥 ２０ ０８８~０９３

黄色、平滑耐火砖 ２０ ０８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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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示踪气体本底水平及安全性资料
(资料性附录)

表D　示踪气体本底水平及安全性资料

气体名称 毒性水平 环境本底水平,mg/m３

一氧化碳 人吸入５０mg/m３,１h无异常 ０１２５~１２５

二氧化碳 车间最高容许浓度９０００mg/m３ ６００

六氟化硫 小鼠吸入４８０００mg/m３４h无异常 低于检出限

一氧化氮 小鼠LC５０１０５９mg/m３ ０４

八氟环丁烷 大鼠吸入８０％ (２０％氧)无异常 低于检出限

三氟溴甲烷 作业场所标准６１００mg/m３ 低于检出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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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 有 选 择,在 一 定 条 件 下 可 以 这 样 做 的 用 词,采

“可”.

２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 “应按执行”.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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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７６
２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５０１８９
３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５０４１１
４ «照明测量方法» GB/T５７００
５ «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

GB/T７１０６
６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GB/T２００９５
７ «公用电网谐波» GB１４５４９
８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５００３４
９ «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JGJ１１０
１０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１３２
１１ «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１７７
１２ «建筑外窗现场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

JG/T２１１
１３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１１/８９１

４５

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北京市地方标准

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标准

Standardforon－sitetestingofenergyefficient
civilbuildingsengineering

DB１１/T５５５－２０１５

条文说明

２０１５　北　京



目　　次

１　总则 ５９

２　术语 ６０

３　基本规定 ６１

４　保温系统粘结性能检测 ６２

　４１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强度 ６２

　４３　锚栓拉拔试验 ６２

５　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测 ６４

６　外窗现场气密、水密性能检测 ６５

７　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６６

　７１　一般规定 ６６

　７２　气压法 ６６

８　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 ６７

９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 ６８

　９１　一般规定 ６８

　９２　热流计法 ６９

　９３　热箱法 ７０

　９４　结果判定 ７２

１０　供暖系统、空调系统和通风系统节能检测 ７４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７４

　１０２　室内空气温度 ７４

　１０３　采暖供热系统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７５

　１０４　水流量 ７５

１１　地源热泵和太阳能热水系统节能检测 ７７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７７

　１１２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供冷量 ７７

７５

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１１３　太阳能热水系统得热量 ７７

１２　照明系统节能现场检测 ７８

　１２２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 ７８

８５

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１　总　则

１０１　现场检测是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是

保证民用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的必不可少的技术措施.然而,
我国现行标准有国标、行标、地标、协会标准,各个标准内容都

存在一定差异,检测方法标准又是推荐性标准,各检测机构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各检测机构所依据或参考的民用建筑

节能现场检测标准不统一,造成各个试验室间相同检测项目检测

结果存在系统性差异,缺乏可比性,对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工程

质量监督检查造成了困扰.本标准根据国内现行的相关方法标准

和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检验的实际情况,选择节能

工程验收强制检测和常用现场检测项目,根据北京市多年开展建

筑节能现场检测的经验教训,经过试验验证,对现行标准规定不

清的地方做了补充完善,制定了本标准.保证按照本标准采用相

同的检测方法,得出数据科学、合理、准确,为建筑节能工程质

量监督和管理部门提供技术保障.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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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２　自然状态是指房间的外窗、外门等正常关闭,不采取附

加密封措施,不对室内进行加压、减压等强制空气在室内与室外

之间对流的状态.

２０５　本条为新增术语.
匀质构造是围护结构中常见的一种构造.该构造具有沿围护

结构表面垂直方向,各种材质具有明确分层平面,各层材质为同

一材质,构造均匀、充实,没有预制孔洞.热传递时,围护结构

内部温度场均匀分布的构造.如现浇钢筋混凝土墙、实心砖墙、
实心砌体砌筑墙体等墙体及其外贴保温板材一般可认为是匀质构

造.空心砖、空心砌块、空心预制楼板等砌筑的围护结构一般可

认为是非匀质构造.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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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３　节能分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工程现场至少应完成保温系

统粘结性能检测、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测、外窗现场气密和

水密性能检测、照明系统检测项目;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围

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和围护结构热工缺陷可根据工程需要选

择检测;根据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４１１规

定,竣工验收时,工程需要进行系统节能现场检测,对室内空气

温度、供暖通风空调系统及照明系统节能性能进行现场检测.由

于竣工日期的随机性,系统节能检测部分检测项目可能不具备所

需的检测条件而无法在竣工验收前完成.此时,建设单位应与检

测单位签订检测合同,并对具备检测条件的检测项目进行委托检

测,取得检测报告.建设单位向建筑节能主管部门提供检测合同

和完成检测的检测报告进行备案.其余检测项目,宜在工程竣工

１年内完成相应检测,由建设单位向建筑节能主管部门补充剩余

的检测报告.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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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保温系统粘结性能检测

４１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强度

４１３　水泥基的龄期应在保温板粘贴２８d后进行抽样检测,其

它粘结材料根据生产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确定龄期.

４１４　１　可采用探针探测等方式确定粘结砂浆位置,必要时可

在局部破损保温板进行验证,标准块粘结位置应在保温板实粘部

分.清理保温材料时,如有增强网需将其提前剪断.同时,在此

过程中不对试件造成扰动.

２　应选择与保温板不发生化学反应的胶粘剂,钢制垫板

应选择与拉拔仪相适应的环形钢垫板,垫板受力后不应发生

变形.

３　标准保温板材块切割后,试件四周不得与原保温板有连

接.在此过程中应不得扰动钢标准块.对于使用复合酚醛保温

板、泡沫混凝土保温板、喷涂聚氨酯保温材料等拉伸粘结强度较

低的保温材料,可先使用切割锯或锯齿刀按照标准块尺寸进行切

割,然后在切割后的保温板上粘贴钢标准块.粘贴时,胶粘剂可

使用黏度较低的粘结胶.

４　连接拉力杆与试件的栓头的转接件应有足够的刚度,并

确保转接件对栓头内侧有足够的支撑面积,避免在拉拔中栓头产

生过大的变形或损伤.

４１６　２　本标准仅适用于 EPS板、XPS板和硬泡聚氨酯板与

基层墙体拉伸粘结强度,不适用于无机保温材料.

４３　锚栓拉拔试验

４３４　２　将拉力杆与试件的栓头连接固定.拉拔仪支脚中心轴

线与锚栓试件中心轴线之间距离不应小于有效锚固深度的两倍:
主要是考虑锚栓的临界边距的问题提出此要求.控制总加荷时间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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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的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性,结合工程检测实践,控制在

１min~２min范围内比较合适.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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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测

５０４　１　本方法适用于粘贴保温板的内、外保温系统形式,其

他保温构造不适用本方法的,可依据本标准４１节采用现场传热

系数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２　芯样的尺寸可以是圆芯,也可以用切割锯切割成方芯,
保证芯样基本完整即可.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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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外窗现场气密、水密性能检测

本方法是针对北京市建筑工程验收应进行外窗气密、水密性

能检测的规定而编制,由于在现场检测时,气密性能、水密性能

同步检测,一般先进行气密性能检测、然后进行水密性能检测,
本标准把气密、水密检测方法同时编入.但是在节能性能中,仅

气密性能与外窗节能有关,水密性能与节能无关.在节能备案

时,水密性能检测结果,不作为备案内容,不影响节能判定.

６０１　此处外窗品种主要按外窗框体和扇体使用的型材材料和

玻璃材料构造划分,例如:塑钢中空玻璃窗、断桥铝中空玻璃窗

等;类型主要按开启方式、型材规格划分,例如:８８系列推拉

窗、６０系列平开窗、６０系列悬窗等.同一品种、同一类型的外

窗指玻璃构造,框扇型材、规格,开启方式一致的外窗,例如:

８８系列塑钢中空玻璃推拉窗,只要框扇型材为塑钢材料,型材

规格为８８系列,玻璃为相同材料、构造的中空玻璃,开启形式

为推拉窗,就可以认为这一系列的外窗是同一品种、同一类型的

外窗.型材壁厚、外窗外形轮廓尺寸、分隔等其他区别在此不予

以考虑.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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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３　气压法由于方法的原因,可以保证被检房间的每个位置,
压力保持一致,可以不考虑房间分隔的影响,在检测过程中,只

要把检测范围内的内门打开,房间内各个部位受到的室内压力一

样,因此,不管是单个房间,还是整套房间,都可以很方便的进

行检测.示踪气体法不一样,要使示踪气体均匀布满整个房间是

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单个房间还可以解决,在内部构造复杂

的整套房间,受房间高度、朝向等问题的影响,则非常困难.因

此,在此规定气压法可用于整套房间的检测,而示踪气体法仅用

于单个房间的检测.

７２　气压法

７２２　１　房间内有效体积指房间内去除楼板、墙体后的空间体

积,需要参与计算,房间内的家具、电器等物品占用了房间内的

有效体积,在计算过程中应予以去除该部分体积.为了简化检

测、计算过程,宜在检测前清空房间内的所有物品;如果不能清

空,应测量出各个物品的体积,在计算中去除;如不能测量出体

积,应注明.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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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

８０３　红外热像检测需要在围护结构两侧形成比较稳定的传热.
一般来说,室内的温度较为稳定的,室外的温度变化较大.如果

室内外温度变化过大,会造成围护结构表面热量不能正常传导,
造成热量异常损失,使红外热像成像效果不好,影响检测结果.
因此,需要对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时的室外空气温度变化及室

内空气温度变化大小进行规定.按照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方

法»JGJ/T１３２的规定,室外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大于５℃.
室内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超过２℃是可以接受的.

８０４　红外热像检测需要现场具有较为稳定的环境,室外刮风

的时候,会带走围护结构表面的热量,使检测结果与实际不符.
因此,在检测时,对室外风力变化需要做出限定,按照现行行业

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方法»JGJ/T１３２的规定,当１h内,
室外风力变化超过２级或最大风力大于５级时,不适合进行围护

结构热工缺陷检测.

８０５　围护结构结构在受到太阳照射时,围护结构表面会形成

温度虚高,造成红外成像时,该部分围护结构表面温度高出正常

水平,可能会误判为热工缺陷,影响检测结果判定.因此,按照

现行行业标准 «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方法»JGJ/T１３２的规定,外

围护结构外表面热工缺陷检验开始前至少６h内,受检的外围护

结构表面不应受到太阳直接照射,外围护结构内表面热工缺陷检

验时要避开灯光的直射.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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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现场检测,需要在被测围护结构处于

干湿平衡,围护结构两侧保持一定温差形成稳定传热的状态下进

行检测.这就需要工程宜在竣工一段时间后,被测部位基本干燥

后进行检测.为了保证检测时,围护结构处于干燥状态,在检测

开始阶段,对围护结构进行加热烘干,在围护结构烘干后,围护

结构传热系数检测进入稳定状态,此时的稳定的检测数据才是所

需的检测数据.如果在围护结构外保温工程刚完工时就进行检

测,围护结构内部含水率高,在整个检测过程中不能保证围护结

构进入干燥状态,检测结果不能反映真实的状态,或粘结材料被

快速烘干而开裂,对检测结果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薄抹灰粘贴保

温板保温体系,由于保温板一般透水性能差,墙体干燥的时间更

长,需要延长干燥时间.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该项检测能够在围

护结构相对干燥的情况下进行,降低对检测部位围护结构的影

响,保证检测的准确程度.

９１２　本条规定对建筑物围护结构结构保温起主要作用的外墙,
抽取３个不同检测部位,进行传热系数现场检测;对于其它有传

热系数要求的围护结构部位,抽取１处进行检测验证,这样抽样

既可以覆盖所有有节能要求的非透明围护结构,而且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对于建筑面积小于５００m２ 的单位建筑,考虑其适合进

行检测的围护结构部位较少,起主要作用的是外墙,为了减少抽

样数量,仅对外墙抽取一组.

９１３　太阳辐射对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结果有重要影响,在

选择待测围护结构时,需要避免太阳辐射的影响,因此,在正常

情况下,选择太阳辐射影响较小的北墙、东墙,西墙由于西晒影

响较大,一般情况不宜选择,南墙的太阳辐射影响最大,基本不

８６

DB１１/T５５５Ｇ２０１５



予考虑.但是,如果对西墙、南墙室外一侧能够采取有效的遮挡

措施,也可以进行检测.在选择检测部位时,首先要求检测范围

内应是沿垂直围护结构表面的基层、保温层多层构造中,每层材

料为同一种材料、构造一致,有规律变化,不应是两种不同构

造、材质的结构;为保证检测过程中的热量是通过传导输送的,
不是通过对流、辐射输送,必须保证检测范围内围护结构不能有

裂缝等;同时为了减少热桥部位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要选择面积

足够大的部位,检测点距离热桥足够远,一般要求距离不宜小于

６００mm.

９１４　热桥部位对传热系数检测结果有着较大影响,且不代表

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在检测前应通过红外热像检测方法避开.采

用红外热像仪可以快速、有效的发现热桥部位,避免在热桥部位

检测导致检测结果无效.对于匀质构造墙体,采用红外温度计检

测被测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场分布情况,一般可以满足检测要

求.采用红外热像仪对被测围护结构内表面进行拍照,可以直观

的对整个围护结构表面热工缺陷进行判断,消除了误判的可能.
红外温度计是点对点检测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对于被测围护结

构存在小面积热工缺陷或填充墙体类的围护结构,有时会避过缺

陷位置,导致检测结果异常,因此,不宜用红外温度计.

９１５　此处所说的匀质材料主要指:普通混凝土、实心砖、轻

质实心砌块等砌筑材料,空心砖、空心砌块、填充保温浆料、保

温板材的空心砌体等不在此列.对于空心砌块砌成的墙体,当设

计传热系数不大于０６W/ (m２K)时,如果在室内一侧粘贴

保温板,测点附近热流传递较为均匀,可以作为匀质构造检测,
如果是外保温,则不宜用热流计法检测.

９２　热流计法

９２１　U为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检测时,U 按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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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计算取值,如不清楚被测围护结构材质构造,不能得到围护结

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计算值时,可直接按照２０℃温差进行设定.

９２２　在室内外温差达不到规定要求时,可根据季节情况采取

人工加热或制冷的方式建立室内外温差.一般冬季、春季、秋季

采取室内加热的方式,夏季采取空调对室内制冷的方式或使用冷

箱与室内加热配合的方式.在采取人工加热、制冷措施的时候,
都应注意传感器与冷热源应保持足够距离,防止冷热辐射对检测

结果的影响.

９２３　１　热流计表面与被测表面应充分接触:硬板型热流计与

围护结构表面之间应用导热硅脂或凡士林充分填充,如果不充分

填充,会产生接触热阻,导致检测误差.对于其它类型的热流

计,根据仪器说明,确定是否使用该种方法.

９２４　热流计法检测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时,一般以一处围护结

构表面为一个检测面,每个检测面按照热桥部位和主体部位分别

粘贴多个热流计和配套内外表面温度传感器进行检测.数据处理

时,每个热流计单独进行计算,计算每个热流计检测得到的热阻

和传热系数,最后取被检测面主体部位粘贴的所有热流计计算得

到的热阻和传热系数算术平均值作为主体部位传热系数检测结

果.

９３　热箱法

９３１　当室外平均空气温度≤２５℃时,仅使用热箱进行检测,
见图９３１－２;若室外平均空气温度高于２５℃,应在被测围护

结构室外表面安置冷箱,模拟室外环境,降低围护结构外表面及

室外空气温度,见图９３１－２,冷箱应大于热箱周边３０㎝以

上.对室内外温差的规定是为了保证得到一维传热的条件.
热箱的有效计量尺寸是宽１０００mm,高１２００mm,安装时要

求距离热工缺陷位置不小于６００mm,因此,在此规定被测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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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尺寸不小于２２００mm×２４００mm,在这个尺寸范围内,不应有

任何缺陷.

图９３１－１　仅用热箱检测的示意图

a—加热器;　　b—室内加热控制装置;

c—被测围护结构;　d—热箱仪控制装置

图９３１－２　热箱与冷箱配合检测的示意图

a—加热器;　b—室内加热控制装置;　c—冷源;

d—被测围护结构;　e—热箱仪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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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２　热箱安装时,必须与被测围护结构表面紧密接触,防止

漏气,防止箱内与室内对流换热.经过实测验证,当热箱边缘距

离周边热桥部位６００mm 时,检测结果基本不受热桥影响,所以

此处规定,热箱边缘应距离周边热桥部位６００mm 以上,这些热

桥部位包括窗洞口、墙角、墙内埋管等影响一维传热的构造.
冷箱是用来模拟室外环境的,当室外空气温度过高时,维持

检测所需的室内外空气温差将变得很困难.在被测围护结构室外

表面安装冷箱,降低冷箱封闭空间空气温度和围护结构外表面温

度,这样就可以较为容易制造所需的室内热箱与冷箱内的空气温

差.热量从热箱向冷箱传导,不完全是按照直线传导.在热箱边

缘部位,由于热箱与室内存在的温差、热箱与被测围护结构接触

表面的热工缺陷,热量以一定角度向室外传导,为了保证热箱产

生的热量全部传导进入冷箱,冷箱的尺寸要大于热箱尺寸.同

时,在安装冷箱时,要保证热箱与冷箱的中心轴线基本重合.
热箱法检测需要制造一维传热环境,这就需要以下条件,室

内与热箱内空气温度相等;室内与室外有足够的空气温差,二者

缺一不可.但室内与热箱内空气温度相等实际上做不到,只能近

似控制.在实际检测中,控制室内空气温度和热箱内空气温度之

间平均温差不大于０５℃,室内外平均温差在１３℃以上,热箱内

空气温度 (室内空气温度)应大于室外最高温度１０℃以上,可

以近似认为符合一维传热条件.

９４　结果判定

９４１　一般建筑物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在设计时必须满足标准要

求,但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为补偿其它部位设计超标造

成的建筑物节能性能的下降,保证建筑物的整体节能性能符合标

准要求,在设计中会提高非透明围护结构的保温性能.因此,此

处不要求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结果必须符合设计标准规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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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建筑物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应首先满足设计要求,在无设计

指标时,满足标准限值.

９４３　当检测结果出现不符合设计要求和标准规定的情况时,
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扩大一倍数量抽样,对不符合要求的项

目或参数再次检验.仍然不符合要求时应给出 “不符合设计要

求”的结论.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应查找原因,对因此造成的

对建筑节能的影响程度进行计算或评估,采取技术措施予以弥补

或消除后重新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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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供暖系统、空调系统和通风系统节能检测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３　正常供暖或空调制冷开始时,由于系统处于调整运行状

态以及建筑物本身需要进行蓄热或蓄冷,在初期建筑物室内空气

温度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的检测结果不能代表供暖系统、空调

系统正常运行所能达到的供暖、空调制冷效果,检测结果容易超

出许可偏差.在供暖一段时间以后,系统调整正常、处于稳定运

行状态,此时检测才可以获得供暖系统、空调系统和通风系统正

常运行所能达到的室内温度调节效果.因此,必须在供暖系统、
空调系统和通风系统运行正常以后,再开始检测室内空气温度.

１０２　室内平均温度

１０２２　布置测点时,应注意距离房间周边非透明围护结构不小

于１m,房间周边透明围护结构不小于１５m,如果按照表５１规

定布点,测点距离周边围护结构距离达不到以上要求,宜调整测

点位置到符合前述要求.本标准对各温度测点的规定,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有利于各试验人员在统一的标准下布置温度测点.

１０２３　１　室内温度检测过程中应保证温度探头不得受到太阳

辐射直接影响,否则宜对温度探头采取遮挡措施.

２　室外空气温度是为了监控建筑物周围环境条件用,当需

要的时候进行检测,表明检测的室内空气温度是在该室外空气温

度条件下达到的,不作为气象条件数据.该检测数据对评价、分

析建筑物供暖空调系统实际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检测宜在冬

季最冷月和夏季最热月进行.

１０２５　１　本检测方法主要用于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检测,依据

标准主要是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５０４１１,判

定也主要根据该标准的相关规定,对既有建筑的室内温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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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照该标准的结果判定,没有依据的可不予以判定.

１０３　采暖供热系统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１０３２　２　超声波探头安装时使用的耦合剂应是耐高温的,防

止长时间检测导致耦合剂融化失去作用.为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

性,每个建筑物的所有热力管道入口均应安装超声波热流量计且

同时检测.

１０３４　２　管网的热输送量,一般采用超声波热流量计或超声

波流量计配合温度计进行检测.两种检测设备工作原理实际是一

样的,都是采取一边检测流量,一边检测供回水温差,经过计算

得到管网的热输送量,只是超声波热流量计把水流量检测和温度

检测整合到一台设备上面,在检测流量和温度的同时,直接计算

出这一时间段内的供热量,消除了由于水流量检测和温度检测不

同步造成的误差.在采用超声波流量计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温度检测和水流量检测进行设备设定时,应保证两种设备检测时

间尽量同步,减少采集时间偏差.并且温度检测和水流量检测必

须是同步进行的,不能采用先后分开进行检测的方式.

１０４　水流量

１０４４　２　新建工程的管道可以用委托方提供的管道数据直接

计算内径尺寸,老旧管道内部会有锈蚀现象,需要用超声波测厚

仪检测管道壁厚,计算内径尺寸.
在管道中,由于沸腾、蒸发、进气等,造成管道内存在气

体,当管道垂直或倾斜时,管道内的气体混合在水中,不单独分

离出来.此时,超声波探头沿管道轴线安装,不管在管道的上下

左右那个位置,都不会影响到检测结果.而当管道水平时,由于

密度的关系,水在管道下部流动,管道上部可能会聚集气体,如

果超声波探头安装在管道上部,超声波探头在检测时,超声波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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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气体和水层,产生检测误差.为消除该误差,一般把超声波探

头安装在管道侧面轴线方向,以保证超声波只经过水层,消除经

过空气层的误差.超声波流量计安装时,距离前端管道阻力位置

大于１０倍管径,距离后端管道阻力位置大于５倍管径.如果现

场管道不具备所需的长度时,检测位置在报告中应说明.

１０６４　空调系统中,通风管道存在漏风点,导致通风管道存在

漏风现象,空调机组产生的供风量,在通过风道时,会造成风量

损失,导致在各风口检测出的风量之和,不可能大于空调机组总

风量,在空调机组总风量和风口风量检测过程中,选择同一机组

及其所带的各风口进行检测,可以通过以上方法互相验证检测结

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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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地源热泵和太阳能热水系统节能检测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　能源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清洁燃料的供给

能力密切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是国家战略安全保障

的基础之一.新能源项目较多,本标准所指的新能源检测包括地

热能和太阳能.地源热泵是低温地热资源的一种利用形式,已广

泛用于建筑物的取暖和制冷;太阳能通过集热器,将太阳辐射能

收集起来,转换成热能供生产和生活利用,已广泛用于建筑物

中.为保证工程建设竣工后建筑物使用的地热能、太阳能达到设

计指标要求,本标准通过建立检测方法和要求,为工程建设验收

提供技术依据.

１１２　地源热泵换热系统供热量、供冷量

１１２　本方法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水 (地)源热泵机组»GB/

T１９４０９在名义工况检测制冷量、制热量的方法编制,检测使用

侧制热量、制冷量.本方法检测地源热泵机组的实际供热量、供

冷量,因此需要在实际工况下运行,判断该机组能否在实际工况

提供所需的供热量、供冷量.

１１３　太阳能热水系统得热量

１１３１　本方法是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

范»GB/T２００９５编制,此处正午前后各４h,指中午１２时前后

各４h,连续８h.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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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照明系统节能检测

１２２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

１２２１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照明测量方法»GB/T５７００的规

定,室内照明应在没有天然光和其他非被测光源的影响下进行.
因此,室内平均照度检测应在夜里进行,并且如果室外景观灯或

路灯对室内照明检测有影响时,还应对房间透明围护结构进行遮

挡.

１２２２　新灯具在刚开始使用时,其亮度会不断衰减,在使用一

段时间以后才会逐渐稳定.因此,在照度检测前,室内照明灯具

需要提前若干天持续点亮,使灯具进入稳定状态才开始检测.同

时,灯具在刚接通电源时,灯具照明不稳定,需要在开启一定时

间后,才可以检测.具体的检测要求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照明测

量方法»GB/T５７００的规定.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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